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90后姑娘彭文华身材娇小，在安乡县环
保监测团队中，看上去并不显眼。然而，正是
这位姑娘以超人的技艺和过硬的专业特长，
为这个团队撑开了一片蓝天。

从2012年开始， 她先后获得20多项荣
誉， 其中，2015年湖南省大气监测技术比武
荣获个人三等奖，2016年湖南省环境监测分
析技能竞赛活动中荣获个人一等奖，同年荣
获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出生于安乡农村的彭文华，从小就与洞
庭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水有一种特殊的情
意。大学所学专业虽与水没有关系，但当县
环保部门招收环境监测分析员时，她毅然放
弃原有专业，投身到守望家乡碧水蓝天的环
保事业中。

“与其让人瞧不起，不如自己争口气。”
彭文华5年前被录用为环境监测分析员时，
曾遇到过业内人的质疑，认为一个不懂环境
监测的人， 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做好这项工
作，有的甚至认为小彭的选择是自讨苦吃。

可彭文华没有把这些议论放在心上，自
己一门心思沉在实验室里找标本、 查数据、
做对比实验，有时连续几小时眼睛没有离开
显微镜，不到两个月，把整个监测分析的内
容重复了无数遍。同时，经常跟同事往返于
各个监测点，采集监测样本，不论是烈日炎
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采样时她
总是一人冲在前面， 而每次采回的样本，她

都会在第一时间拿出检测结果。
2015年10月， 她参加湖南省大气监测

技术比武竞赛，最终为常德市夺得技术比武
竞赛“团体第一”、个人三等奖的好成绩。彭
文华以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人们认为她不能
从事这项工作的看法。

“用非所学并不决定成败，只要热爱就
能成为内行。” 彭文华能够在业内很快获得
大家的认可， 关键在于她无比热爱这项工
作。她在钻研专业技术时，总会比人家想得
更深、更透。

刚参加工作时，她对氧的分析特别感兴
趣，尤其对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的化学
反应的观察与研究十分仔细， 通过反复实
验，明确了这两种化学反应对于测试有机物
的污染和样品分析结果，在浓度和时间上都
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把握了这一基本原理，彭文华每次检测
结果的准确率要比以前一般检测的准确率
高出20%。 她分析和总结出的这一基本原
理，得到了业内专家认可，同时也被许多同
行采用和推广。

参加工作6年来， 彭文华先后掌握了湖
南省环境监测实验室分析项目共40余项，囊
括水、气、声、土壤等。

她还先后掌握了环境监测分析的3种方
法，即仪器法、容量法、分光光度法等，能灵
活运用大型仪器及监测分析方法。能熟练操
作水质、底泥、土壤、固废样品的采集，以及
空气中颗粒物、甲醛、苯、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等气态污染物的样品采集。

参加工作时， 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
行，如今却成了实实在在的基层环境监测专
家。

“人生精彩就在枯燥和平凡之中。”有人
说彭文华学非所用，吃了大亏。而彭文华却
认为自己并没有吃什么亏，无非是工作枯燥
一点，单调一点，说不定真正的人生精彩就
来自这种“枯燥”和“单调”。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亮斌 彭大川

环境整治遇阻，
一场大讨论化解

“道林镇5公里的青山几乎有一半被
削了顶”“金河水库周边农田污染无法耕
种”……翻开宁乡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党
员读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张张照
片触目惊心。

这本由宁乡县委组织部牵头编印的“两
学一做” 读本，2016年9月发放到全县7.2万
名党员、非党领导干部、非党村干部和非党
村民小组长手中。

环境问题就摆在眼前，党员、群众引发
共鸣与反思，一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大讨论，从去年9月起在全县1880个支部
轰轰烈烈展开。

这场大讨论兴起的背后，是宁乡近年开
展的环境“五大整治”：整治非煤矿山违法开
采、规模养殖污染、河道非法采砂、投肥养
殖、挖山取土洗砂。

“整治过程中， 遇到了不少阻力。”3月
初，宁乡县环保局局长李联明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

“矿主不同意，党员不理解，群众不支
持。”去年4月，刚到喻家坳乡担任组织委员
的张云开发现，乡机关难得一天清净。喻家
坳乡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这些非煤矿山，关
停这4家矿山，不仅“断了老板的财路”，也直
接影响到从业者的收入， 每天都有矿主、群
众上门要求保留矿山，其中不乏一些党员。

喻家坳乡只是一个缩影。宁乡县委组织
部组织一科主任张兴荣坦言，有的获利群体
心有不甘，甚至挑唆群众造谣滋事，以此向
党委政府施压。

为化解阻力，宁乡县决定将环境整治与
党员教育相结合，让全体党员特别是农村党

员成为全县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 宣传
者、推动者。

变化悄然发生。坝塘镇的李志华家住矽
砂矿附近，家中一台手扶拖拉机以前为矿山
运砂。关停矿山，他一开始也反对。如今，身
为党员的他义务监督矿山，把拖拉机改做垃
圾运输。

“村民的环保意识跟着提高了，自发在
通往采矿点的路上设置起路障和警示标
牌。”坝塘镇坝塘社区党支部书记张辉乾说，
一旦发现有破坏环境的行为，就会打电话反
映。

观念变了，“五大整治”顺利推进。据统
计，目前全县共取缔挖砂洗砂77家并实现生
态修复，非煤矿山整治78家，禁养区退养700
余家，整治矽砂矿、石灰窑、精灰厂、碎石场
73家。

重回绿水青山，
望金岛上能“望金”

从双凫铺镇前往金河水库，路上有不少
水塘， 宁乡县环保局副局长张杰告诉记者，
以前这些水塘是蓝绿色， 村民开玩笑说是

“九寨沟”。
原来， 附近的石煤矿的采矿废水中富含

重金属，流至下游的水塘，水塘的水就变了色。
3月初，记者在这里看到，石煤采矿点已

关闭，曾经的矿坑实施了截排水处理、废水
处理、废渣填埋、生态修复等工程，生态环境
的昔日“伤痕”正在逐步“愈合”。

环境好了，双凫铺镇村民杨志军也有了
新事业———在金河水库旁的望金岛承包了
水面，养起了鱼。

“以前的水是绿的，哪敢养鱼；去年开
始，水里能看到一些野生小鱼，鸟也多起来
了，我就知道能养鱼了。”杨志军投放了5万
公斤鱼苗。他预计，今年底至少可以起20万
公斤鱼，望金岛就真的能“望金”了。

双凫铺镇党委副书记杨伟军介绍，全镇
共关停了8家非煤矿山、2家小水泥厂、4家河
道非法采砂以及沩水禁养区内24家大型养
殖场。短期利益肯定有影响，但镇上依托逥
龙山景区及良好的生态环境， 发展旅游、生
态农业等，从长远来看是受益的。

初春，走进花明楼镇杨林桥村，田野披新
绿，水塘泛清波，道路干净，屋舍整洁。去年
起，村里实施生活垃圾“三减三分”，即村民初
分，减量60%；保洁员细分，再减量30%；剩余
10%不可回收垃圾分送至镇垃圾中转站。每
天出村垃圾从以前的7.5吨减至不到2吨，环境
越变越好。

广大群众自觉成为农村环境整治、美丽
乡村建设的践行者。 据统计，2016年全县群
众义务投工投劳达60万多人次日，自筹资金
9000多万元。

环境网格化监管，
建立环保长效机制

2月， 一份网格化环境监管实施方案分
发到宁乡县的各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三级
网格＋特殊网格”的管理模式，让每个区域
的党政负责人同时成为环境保护的责任人。

就在春节前，宁乡县在省内首个县一级
出台明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责任的文件，上至县委书记，下到乡镇副职，
逐一明确环保工作责任。

据介绍，近半年来，县里密集出台了与生
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一系列文件， 抓责任落实；
成立环保督察工作小组，将环保工作纳入县对
乡镇（街道）和县直部门的绩效考核，实行“行
政问责”，构建起环境保护的新格局。

宁乡县环保局一名工作人员直言不讳
地对记者说，以前在环评、打击环境违法的
过程中，会接到不少“打招呼”的电话；现在
职责划分一目了然，环境保护成了各自的分
内之事。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陈文平 张文俊) 我省持续多日的毛毛
雨，难改江河湖库枯水局面。长江入湖三口
河系除松滋河新江口站未断流外，松滋河沙
道观站、太平口弥陀寺站及藕池口的管家铺
站、康家岗站仍处于断流状态，截至今天连
续断流分别达118天、116天、117天、207天。

据省水文局统计，今年以来，全省累计
降雨量192.7毫米，较历年同期均值偏少6%。
3月份以来，各地持续阴雨，截至17日已降雨
79.5毫米，较历年同期均值偏多42.7%，其中
常德、 益阳、 长沙三市分别偏多72%、71%、
67%。目前，各类蓄水工程蓄水量仍低于历年

同期均值，其中欧阳海、五强溪、江垭等9座
大型水库蓄水总量122.7亿立方米，较去年同
期偏少7.7亿立方米。湘、资、沅、澧四水仍处
于较低水位。今天8时，各主要控制站点实测
水位分别为：湘江湘潭站31.80米，资水桃江
站34.76米，沅水桃源站32.32米，澧水石门站
51.64米，洞庭湖城陵矶站23.73米，均大幅低
于警戒水位。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10天，我省阴雨
天气仍然较多，局部地方暴雨，特别是湘南
地区降雨较多，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等
强对流天气。 省防指要求各地抓好防范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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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青山喊痛”“绿水成殇”，如今，满目绿水青山，风光怡人。来自省环保厅的
数据：2016年，宁乡县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水质和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100%，连续3年获评全省环保工作先进县———

环境变美有“玄机”

湖湘工匠 显微镜下守望碧水蓝天
———记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安乡县环保局环境监测站分析员彭文华

2月22日，安乡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
测站分析员彭文华正在进行水质监测。

傅聪 摄

毛毛雨难改枯水局面
我省江河湖库仍处低枯水位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石崎 )3月中旬，随着基金管理人的运营团
队正式成立，湖南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
金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即将正式开始运作。

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财政部批准，我省
成为国家11个知识产权运营试点省份之一，
以进一步推动知识产权流转，加强运营机构
建设，支撑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为确保试
点工作落地实施，省财政厅、省知识产权局
发起设立湖南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
金，为财政资金支持知识产权运营领域的一
种创新和尝试。

基金总规模约6亿元， 其中政府出资
7500万元，向社会募资5.25亿元，财政资金

发挥了7倍的乘数放大效应。 基金按照承担
的风险和可能获取的超额回报情况进行分
级募资， 充分增强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基
金存续期限暂定9年， 主要通过股权投资等
方式，投资具有知识产权优势、拥有核心专
利和高价值专利组合或其他知识产权的高
新技术企业。

据悉，湖南省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
金将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累计投资于省内
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50%。同时，
改变以往按统一标准提取管理费的方法，拉
开投资省内和省外项目的基金管理费计提
比例差距，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基金管理人重
点投资本省企业和项目。

基金“导航”知识产权运营
总规模约6亿元，累计投资于省内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50%

3月17日，湖南省展览馆，钓鱼爱好者在测试钓竿的性能。当天，2017第五
届快乐垂钓·中部(湖南)品牌渔具展览会开幕。本次展览会为期3天，来自山东、
河北、浙江等12个省市的200多家渔具厂家参展。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试“钓”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林俊）今天，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透
露，该局长沙机场办事处工作人员对来自印
度尼西亚的航班进行查验时，发现一名旅行
社领队将8盒燕窝藏在薯片盒中试图蒙混过
关。虽然今年刚过76天，但这已是该办事处
从入境旅客行李中截获的第109批燕窝，截
获批次同比增长1.66倍； 截获燕窝重量累计
达69公斤，同比增长53%，价值人民币约50
余万元。

由于涉及携带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风
险和亚硝酸盐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只
允许携带、邮寄经深加工制成的预包装即食
燕窝产品，如糖水燕窝、燕窝罐头等入境。其

他形式的燕窝或燕窝产品一律禁止携带、邮
寄入境。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告诉记者，近期
我省有少数旅行社与导游， 为追求经济利
益，诱导出境游旅客购买燕窝，并采用多种
伪装方式逃避检验检疫携带入境。

对此，检验检疫部门与省旅游行业监管部
门达成合作，一旦发现此类行为，立即向旅游
监管部门通报，并将故意违禁携带燕窝入境人
员列入黑名单，作为出入境重点查验对象。

据悉， 目前我省机场口岸已全面实施
“人、机、犬”综合查验模式，除用传统的人工
查验和X光机透视检查旅客行李外， 还增设
检疫犬巡检，能有效减少逃漏检现象。

76天109批燕窝试图蒙混过“关”
长沙机场口岸截获非法入境燕窝增多
我国只允许携带邮寄经深加工的糖水燕窝、燕窝罐头等入境

荨荨（上接1版①）
省国资委副主任张美诚介绍，今年我省将按照省委、省政

府审定的《省属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与企业重组整合总体
方案》，分类分步推动8至10家省属国企重组整合。重点推进
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改组壮大国有资本投资平台，重组发
展一批产业投资集团，创新发展一批骨干国有企业。

荨荨（紧接1版②） 对市城区低保户或二级（含）以上残疾人低
收入家庭，一次性购房奖励标准提高到每平方米800元，每户
最高不超过8万元；对市城区三级残疾人低收入家庭，一次性
购房奖励标准提高到每平方米500元， 每户最高不超过5万
元；对租住市城区直管公有住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自管产住
房且无自有住房的低收入家庭承租户，一次性购房奖励标准
提高到每平方米500元，每户最高不超过5万元；市城区范围
内其他征拆户，一次性购房奖励标准提高到每平方米300元，
每户最高不超过3万元。

非湘潭市城区（含园区和示范区）户籍的外来人口，在市
城区首次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 给予每平方米300元购房奖
励，每户最高不超过3万元；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和毕
业3年内在市城区就业的毕业生， 在市城区首次购买新建商
品住房的，给予每平方米400元购房奖励，每户最高不超过4
万元；市城区户籍其他本地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在市城区首
次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每平方米100元购房奖励，每户
最高不超过1万元。

对经市委、 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认定的外来引进人才，在
市城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将获不同档次的购房补贴。

子女与父母在同一个小区购房的， 给予每平方米200元
奖励。对购买库存商品房从事养老服务运营的机构，给予每
平方米200元补贴。


